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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对仪式感有
种宗教般的虔诚。年复一年，大到年夜饭
的八碗八碟，小到农历六月初六吃炒面，
从形式到内容她都一丝不苟。

为了年三十的那顿团圆饭，母亲提前
半个多月就开始拟定菜单，备料。冷盘、
热炒、红烧、汤，一道道，都有讲究。最
先上的是冷盘，冷盘吃到一半时，热炒就
上桌了，这两样是下酒菜。红烧是为吃米
饭准备的，这时酒喝得差不多了，口味厚
重的红烧肉、红烧鱼、红烧狮子头，最适
合就饭吃。母亲擅长用山药丁、瘦肉丁做
阿羹汤。吃到八成饱，一碗热气腾腾的阿
羹汤端上来，浓香扑面，既滋补又好喝。

收拾停当，母亲便带着我们，一边守
岁，一边包饺子和汤圆，这些是为年初一
早上准备的。饺子弯弯的，合了“万万
顺”的谐音，汤圆代表“团团圆圆”，这是
一整年的祝福。

年初一的一大早，父亲就把母亲准备
好的鞭炮拿到楼下燃放，新的一年就在噼
里啪啦声中开始了。一家人吃完饺子和元
宵，我们穿着母亲赶制的新衣裳，由父亲
领着去给家族的长辈拜年。母亲则留在家
里，备好云片糕、瓜子、花生、芝麻糖，
接待来拜年的客人。这一整套程序，年年
如此。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过节时大人
脸上的笑容，以及伴着节日而来的尽情吃
喝，和带着喜气的月饼、粽子、鸭蛋、汤
圆，是平常日子里最大的盼望。

除此以外，父母还给我们过生日。那时
还不时兴生日蛋糕，但一碗长寿面总是能吃
到的。长大后，我们像鸟儿离家，散落在各
处，但每年生日前，总会收到父母的信或电
话，嘱咐做几个好菜，为自己过生日。

成家后，先生说他家人从不过生日。
他父母结婚时就约定，从此俩人不再过各
自的生日，只过结婚纪念日。起初我不甘
心，总会在他生日这天安排出去吃饭，或
者送他一个小礼物，但是从来没收到过他买
给我的生日礼物。问他为什么，他说，不送
礼物但顾家心里有你，和给你送花送礼物对
你不好，你选哪个？我愕然，原来在此公那
里，送花送礼物跟顾家不可兼得！

生日不过也罢，节日还是要过的。为
了给家人过一个地地道道的淮扬风味端午
节，我特意从华人超市买了糯米、粽叶，
用回国时跟母亲学的几招，包了一大锅

“陈氏”小脚粽，光是煮就用了3个小时。
谁知家里人象征性地吃了两筷头就搁下
了。儿子说，不就是把米包在叶子里嘛。元
宵节做的实心汤圆也遭遇同样命运。从
此，这两个儿时带给我最美好记忆的节日
彻底变成我“一个人的狂欢”。

后来偶然发现，家里的北方佬不买糯
米制品的账，却全盘接纳藕夹和春卷。于
是每逢农历大年三十，我都会花半天时间
精心制作两大盘，让他们吃个够。还告诉
儿子，这是妈妈家乡的“年夜菜”，今天这顿

就是我们家的“年夜饭”。之后每次吃到藕
夹和春卷，儿子就开心地说，今天过春节啦。

生活在西方国家，别的节日可以忽
略，圣诞节是无论如何要过的。儿子小的
时候，节前我跟他一起装扮圣诞树，平安
夜待他睡下后再在树下放几盒礼物，假装
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大概因为我总是试探
他想要什么礼物，上初中时儿子终于识破
了我的伪装：我已经知道那些东西是你买
的，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我长舒一口
气，从此连这点样子也不必做了。

慢慢地，我在原生家庭培养起来的
“仪式感”意识也就淡了，基本上只在儿子
的生日这天，买一块生日蛋糕，请几个小
朋友来家里热闹一下。唱首生日歌，留几
张照片，仅此而已。

自从我放弃了“仪式感”的执念，同
一屋檐下的一家三口，各取所需，各随其
好，轻松自在。当地人圣诞节吃的火鸡，
我不会烤，也没觉得好吃，所以我家的圣
诞大餐，还是藕夹春卷唱主角。长达十多
天的圣诞新年假期，把门一锁，或者去多
伦多北部的山里滑雪，体验雪地运动的快
感，或者去加勒比海邮轮彻底放松，享受
极乐世界。回来时，一家人都像充足了电。

自从儿子去了外地读大学、工作生
活，我和老公周末起码有两顿饭是不必迁
就对方的“自助餐”。胃是怀旧的，如此，
他在他的面条里，我在我的糍粑里，各自
找到了童年的滋味。但每周五下班回来，
老公都要备足了料，做一个自制的二人火
锅。他自己调配底料，既不似四川火锅那
么辛辣，又比“小肥牛”味道浓厚一点，
是我们俩的最爱，也是一周的“大餐”，佐
以啤酒，边吃边聊，很享受。学会做馒头
之后，每个周末，他还会蒸一锅馒头，作
为我的早餐。

积久成习，十多年过去，这些固定节
目成了我家的“仪式感”。

“仪式感”一词应该来自人类的“礼

仪”意识。传统礼仪是古老文明的标志，
影响和制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
行为习惯。《诗经》中“相鼠有体，人而无
礼”，说的就是老鼠还有它的样子，人怎能
没有礼仪呢。冠、婚、朝、聘、丧、祭、
宾主、乡饮酒、军旅，是古人有九礼。

到了现代，节庆生庆，祖先祭祀都成
为家庭生活礼仪的一部分。随着物质生活
的丰富，东西方文化的渗透，需要“仪
式”之处越来越多。传统节日之外，凭空
添加了国庆节、劳动节、妇女节、儿童
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感恩节、
情人节……过生日，寿面之外，多了蛋
糕、生日派对、寿宴、游乐场，等等。

有一年我的生日，父母破例大大操办
了一回，在家请了好几桌，做了不少好
菜。只是那天可能客人太多，大家忙得把
我给忘了。我饿着肚子等人请我这个寿星
上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直等到客人散
去，父母方记起我来。我委屈得嚎啕大
哭，绝食抗议。

相信现在的很多家长，都像我的母亲
一样，想让每一个风过无痕的日子留下多
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那些“仪式感”
里，有着对岁月的眷念，对孩子快乐童年
的责任和漫长人生的期许。只是在追求完
美“仪式感”的过程中，忘掉了初衷。其
实孩子想要的，无非就是在他认为重要的
时刻，有父母陪伴在身边。一起包饺子，
一起守岁，一起读书，一起成长。与生活
的内容相比，仪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琐碎平凡的生活中体会生而为人的
神圣，学会敬畏，懂得感恩，培养孩子
仁、义、礼、智、信，博爱、勇敢、谦
逊，才是“仪式感”真正的意义所在。

有人考证，古时“礼”字通“履”，意为鞋
子。鞋穿上后更好走路，但大了不行，小了
也不行，因此，“礼”一定要简约适度。

“仪式感”一事，为自己寻到适足之
履，不必从众。

新年将至，两个儿子先后从洛杉矶、西
雅图赶回家过节。由于他们住在美国的西
岸，缺乏冰雪运动，一回到加拿大东岸的多
伦多，就迫不及待要去溜冰。这次，兄弟俩
硬要拽上我一块儿去。

事缘于 2021 年 10 月底，我将“北京冬
奥倒计时 100 天”的宣传片转到家庭微信
群，激起了他们的热情，决定年底回家时要
带我们去溜冰、滑雪，重温昔日的美好时
光。在他们再三说服下，我在群里答应一起
去玩，恰好以实际行动迎接北京冬奥。

其实，我夸下海口时并无底气，因为担
心膝盖病又犯。3年前的一个寒夜，我的左
膝盖突然痛得要命，医生诊断：冬季活动量
骤减至零，再加上连续几天伏案工作，膝盖
肌肉僵硬所致。

遵医所嘱，我每天坚持步行约一小时，
如遇雨雪天，则在家里的跑步机上行走。过
了一个多月，左膝盖基本不疼痛了。事发一
年后，我再也没犯过膝盖疼痛。那时，我正
好回沪探亲。以往，从上海飞多伦多，我一直
坐直航，但那次客满，只好从蒙特利尔转机。
转机时间十分仓促，我学生时代爱好各类运
动，立刻决定以速度“搏一搏”，央求工作
人员快速办理手续。我提着手提电脑包，一
路冲刺几百米，终于在最后两分钟登上了飞
多伦多的班机，全机人员拍手鼓掌。

未曾料到，我晚上准备就寝时，左膝盖
开始疼痛，次日去看医生，检查后并无大
碍，休息数日即可，再三关照我，不要参加
任何剧烈运动。

从此以后，我只好完全放弃了足球、篮
球、网球、滑雪、溜冰等运动，只保留了乒乓
球、游泳。依然每日坚持步行大约一小时，且
行且珍“膝”。两年下来，膝盖平安无事。

目下，孩子邀请我同去溜冰，机会十分
难得。但我毕竟老胳膊老腿，最担心摔跤，再
引起膝盖疼痛。兄弟俩说不会有事的，何况
有他们的保护。我考虑再三，决定“舍命陪犬
子”。太太不放心，跟着我们三人，一起来到
附近的溜冰场。屈指一算，我有八九年没光
顾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往事历历在目。

大约20年前，相差3岁的两个儿子还在
上幼儿园，同时提出要学溜冰，我们马上到
社区活动中心报了名。他们俩学得津津有
味，但一周一次课的频率显然是不够的，平
时还得多加练习。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自
告奋勇，提出要与兄弟俩一起溜冰，趁机陪
伴孩子成长，太太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

拍着胸脯说：“我在上海溜过好几年旱冰，
技术还不赖。”

我买了崭新的溜冰鞋，雄赳赳地进入溜
冰场。溜了20来分钟，虽然摔了三跤，但脚感
也上来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加快速度，转起
大圈，俨然成为一个熟手，两个儿子看傻了
眼。跟我溜冰一个多月，他们俩的技术突飞
猛进，也不用再和教练学了。从那时起，一到
冬天，我们每周都会去溜冰，太太专心做后勤
工作。有一年的元旦前夜，我们去多伦多市
政厅的露天广场溜冰，见了世面，十分过瘾。

这一家庭传统活动，保持了好多年，弥
足珍贵。六七年前，兄弟俩先后离家上大
学，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再也没机会阖家一
起溜冰了。

不少人以为，溜冰是舶来品，是从外国
传到中国的。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这项运
动，那时称为“冰嬉”。《宋史》就有明确记
载：皇帝“幸后苑，观冰嬉”。该项运动延
续了好几个朝代，到了清朝，已经成了民间
普遍的文娱活动。

据乾隆年间出版的《帝京岁时纪胜》所
说：“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滑
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这
就是如今的速度滑冰比赛。翻开冬奥会历
史，第一届于1924年在法国举行，男子速滑
比赛被列为比赛项目。而女子速滑直到1960
年才被列为比赛项目，那已经是第八届了。

此时此刻，我戴上护膝，全副武装，先
在场外做足够的暖身运动。之后，在兄弟俩
左右保驾下，我们进入了溜冰场。我先直线
滑行，再转小圈儿。大约半小时后，我重拾
了以往的感觉，膝盖也正常，便大胆加速穿
梭，两个孩子纷纷起了大拇指。

就在我加速转第三个大圈时，突然有一
个高手在我身边飞速而过，像一阵狂风，吓
了我一跳──处在失控的边缘。说时迟，那
时快，一旁的两个儿子冲上来，分别抓住我
的双手，使我恢复了平衡，幸免摔跤，真是
有惊无险啊！在观众席上的太太马上招手，
我减慢速度，识相地向她滑去，乖乖地转起
了小圈。

一个小时的溜冰结束了，幸亏没挂彩，
两个孩子也如释重负。大儿子问我还敢去滑
雪吗，我说看看膝盖的反应再说吧。

太太看着我满头大汗，马上递上瓶装
水。小儿子问我累不累，太太抢着说：“你
爸累，并快乐着！”我点点头，心里嘀咕：

“廉颇虽老，尚能饭。”

儿时的阳历年前，家人在赶集时一定
会买一本新日历。这些摆出来的新日历，
开始三五本叠在一起，一叠挨着一叠，排
着整齐的队伍占满摊子。每本日历足有半
拃厚，小的宽仅有练习本的一半，大的也
不过整个练习本大小。无论卖家摆得如何
整齐，很快就会被人翻乱。买日历的人三
三两两地来，一手提着集上淘换来的东
西，一手不停地挑选，相互议论着年成。
直接从卖日历人手里拿走日历的人，多半
是两脚支着脚踏车，车把上挂着串串物
件，车后座坐着孩子。

一年将尽，旧日历如院中树上剩下为
数不多的叶子，在清冷的隆冬里，身子骨
日益单薄起来。每过一日，即撕去一张。
在乡下，无论是家境穷富，也不管大姓小
户，高兴是一天，悲伤也是一天，今天的
日子总赶着昨天的日子，光阴从不会为某
户人家单独停留。旧日历最后一张揭去，
元旦即将到来。

新日历，仿佛是位待嫁的新娘子，周
身都是新的，周身透着喜气。红红的封面
上，套印着各种喜庆吉祥的图案，有八仙
过海，有梅花报春，有三星高照，有财神

到，有万事如意。新的一年即将开启，乡
下人谁不希望有个好兆头。

买本新日历挂在墙上，无论墙是刷着
白石灰，还是掉了墙皮已显斑驳的泥沙，
屋子里也会立刻明亮不少。新日历揭开第
一张之际，农历的新年抬抬头就可以望得
见了。

屋里挂着一本日历，乡下人过日子就
不会发慌。每一本挂在墙上的日历，都承
载着一户人家的生活状态。撕去的一张是
昨天，丢在地上的是昨天日落与黄昏。揭
开的一张是当下，延续着昨日的烟火。揭
开的刹那，一个新的希望就诞生了。

印象中，家里的大人常在早晨或晚上
撕下一张日历，趁着偶尔短暂的闲暇时
光，站直腰板，相互商量着，从容地安排
着诸般事务。几天后是某某亲戚家的丫头
给婆家，什么日子是某某家小子娶媳妇，
要随多少份子，几时递过去合适。隔多少
天要数九了，米能不能吃到月底……

祖母不识字，遇到家人撕日历，就凑
过来问，今天几号了。家人马上报上农历
日期。她听后背着手小声嘀咕起来，再过
两天就是大集了，家里存着的鸡蛋可以拿

去卖了，旧扫帚要换新了，过年的物件要
准备了。

儿时的我，对于日子没什么感觉。有
段时间，我常常将新买的整本日历取下
来，摆在椅子上一张一张翻。日历上的字
大都是白底黑字，偶尔也有红色和绿色，
那是节假日或星期天。日历的排版大都非
常简单，顶上一排印着公历年份和月份，
居中是最显眼的加粗阿拉伯数字，下面一
排是农历、节气，及星期数。

我最感兴趣的是日历最底下的几行文
字。或是一段励志的名人名言，或是生活
小妙招，或是小笑话。这些内容，是课本
上找不到、大人也不会教的。我抄录在一
个笔记本上，自家抄完了，也会拿大伯家
的来抄。寒假走亲戚，翻看他们的新日历
也是一番乐趣。

谁能想到，当年抄录的东西，都成了
我日后写作的素材。日历下简略的文字，
成为我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转眼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
好，家里人都配上了手机，平板电脑也常伴
左右。传统日历的功能越来越弱，阳历年买
新日历的习俗最终只能成为美好的记忆。

日历翻过最后一页，那饱含着365个风
霜雨雪的日子，就这么轻飘飘、又沉甸甸地过
去了。如雪落无痕，叶落无声，却又分明在心
头刻下深深的印记。回首一年，展望来年，我
要饱蘸一腔的话语，给新年写一封“情书”。

我想向新年祈一场春雪，不是因为它的
轻盈浪漫，而为那一垄垄庄稼。在秋天，我
看到年迈的父亲驾着播种机，驰过广阔无边
的原野，将一颗颗麦粒撒进土壤，那是乡亲
们储藏一冬的希冀。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季
节，麦苗们如等待检阅的队列，坚毅青葱地
驻守，它们配得起一场洁白哈达的献礼。

多一些有阳光的日子吧。人们将土豆的
胚芽，孵小鸡一样，小心翼翼地培栽在塑料
大棚里，暖和的时候开棚放风，夜晚起来烧
火保温，那千千万万个簇拥在一起的小脑
袋，正等待一次生命的蓬勃爆发，将所有的
能量释放给这个满爱的人间。土豆，作为村
人农副业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安放在等待
里的吉祥物。

我愿所有的归途都坦坦荡荡，疫魔遁
形，让远行的儿女，在新年里如同燕子归
巢。我将去地窖扒一筐沙甜红薯、红皮白瓤
的水萝卜，像乡村里所有早起早睡的农民一

样，在太阳升起之前，“乓乓”地剁着肉
馅，听着小曲儿，棉柴在灶膛红红火火地燃
烧。女儿的小车，载着城市的寒气，儿子的
行李，驮回江南的暖阳。我那快80岁的老母
亲可不会说“误几回天际归舟”，她用围裙
拭去眼角的一滴泪，笑着：“我一天到门口
看一百回！”

我和爱人已经商量好，过几天悄悄去给
父母买一个按摩椅，老人筋骨劳损，是时候
颐养天年了。之所以要悄悄，是因为老人太
过节俭，必然会阻拦。

而爱人不知道的是，我在条几东侧的塑
料花瓶里藏了点私房钱，那是准备到春暖花
开的时候，悄悄给爱人买一条漂亮的苏绣丝
巾，她为家庭操劳了大半辈子，好吃好穿的
从来都先想着老人孩子，唯独忘了她自己。
我拜托这个花瓶的塑料花，可不要在春天恶
作剧地生根发芽。

新的一年，我用我火热的胸膛，捂暖每
一个平凡的瞬间，用我笨拙的双手，弹奏一
首凡人的曲子：桨声欸乃，渔樵问答。愿阳
光洒满田园，油菜花开时蜜蜂飞来；愿风调
雨顺，好人平安，夏季的小河涨水时，有一
群群幸福的鱼游过。

新的一年，好像开
启了一扇门，门外有更
新的万象，无限的风
光。让我们收拾好心
情，跨过这道神奇之
门，迎接新的开始。新
年到来，本版在此推出
迎新年专版，以飨读
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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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新年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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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历年买新日历
徐玉向

阖家溜冰迎北京冬奥
孙 博（加拿大）


